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6-17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
會議日期 :
會議時間 :
會議地點 :

2016 年 10 月 27 日(星期四)
7:00‐9:00 pm
優才書院一樓演講廳

出席者
家長常務委員：
主席：王麗菁女士 (11C 陳倩思家長)
汪穗玲女士(7A 何沛金享家長)

黄佩玲女士 (7A 李旻晞家長)

蘇錦標先生(7B 蘇以琳家長)

20 週年小組組長

20 週年小組協助員

秘書

李小慧女士(7C 梁天朗家長)

馬文苑女士(7E 尹高駿家長)

禤麗儀女士(8A 趙樂然家長)

義工組協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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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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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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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

老師常務委員：
梁超然副校長
陳詩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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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培鑫老師

黎海生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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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智敏女士(7D 方鍵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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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楚芳女士(9A 鄭浩棋家長)
吳家儀女士(12D 黃柏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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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家長常務委員：
陳潔恩女士(7C 陳胤行家長)
副主席

黃潤蓮女士(8D 黃靖荇家長)
李凱燕女士(11A 曹學謙家長)
議事項
A.

eClass App 通訊應用程式
事項：
(1) 介紹應用程式的功能及用途：使用 eClass App 管理行政事務，如通告和考勤
(2) 因考慮保安問題，暫不會採用 eClass App 的繳費功能
(3) 家長使用 eClass 應用程式的成本(約 HK$23，將會在家教會的會費扣除
(4) 委員會議決通過採用 eClass 應用程式

B.

老師，家長常務委員自我介紹
(1) 老師常務委員: 完成
(2) 家長常務委員: 完成
(3) 由於學生會代表正在考試中, 將於下次會議才能出席.

負責/跟進人士
(需完成日期)

-

C.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委任職位
司庫：李翠娟女士(12B 陳穎彤家長)
秘書：蘇錦標先生(7B 蘇以琳家長) 及 陳伴蓮女士 (10A 古采翹家長)

D.

財務匯報
跟進事項：未有匯報

-

E.

-

2016/17 年度活動及預算
(1) 20 公里接力跑或起步禮

已於 2016 年 10 月完成

(2) 拍攝電影 (約 25 分鐘)
a. 建議邀請家長參與

2016 年 11 月 – 2017
年3月

(3) 出版特刊及 DVD

2017 年 3 月

(4) 環保農舍
a. 原計劃在校外租用農地，開始環保耕種工作，並邀請小學生參與植樹工
作
b. 由於覓地方問題，現建議改到學校天台進行，計劃與長者中心合作
跟進事項: 討論及匯報進展

2017 年 4 月

(5) 天才晚會
a. 由才華組統籌，學生自由報名，經甄選及訓練後演出
b. 原計劃於 2017 年 4 或 5 月進行，現改為 2017 年 7 月於校外找場所進行

2017 年 7 月

(6) 慶祝晚會
a. 由學生會及家教會計劃
b. 計劃舉行烹飪比賽，由老師、畢業生及學生參與，每級派 1 至 2 隊參加
c. 因 G12 年級需準備 DSE 考試，G12 年級學生將不會參加
d. 烹飪爐具由 CLP 贊助

2017 年 1 月 20 日

(7) 出版論文集
a. 全校老師總結資優教育二十載的教學經驗，出版論文集
跟進事項: 討論及匯報進展

2017 年 12 月

(8) 義工組
a. 組長：Phyllis 禤麗儀女士 (8A 趙樂然家長)
b. 協助：Candy 吳玉珊女士 (11B 謝灝燊家長)
c. 協助：Catherine 李小慧女士 (7C 梁天朗家長)
(9) 20 週年小組
a. 組長：Cecilia 汪穗玲女士 (7A 何沛金享)
b. 協助：Louie 馬文苑女士(7E 尹高駿家長), 黃佩玲女士(7A 李旻晞家長)
(10) 攝影興趣班
(11) 捐血日活動
a. 初步定於 2 月初進行

2017 年 2 月

(12) 家教會籌款
a.
籌款目的是希望幫助學校購買全校師生需要的物品，如電腦軟件或硬件
(13) 家教會標誌設計比賽
a. 對象: 家長與貴子女參與

2016 年 11 月

b.
c.
d.

獎品將電子產品
結果 : 將十二月或一月
建議將標誌結果產生後可作印在紀念品上

(14) 優才大使
a. 選出的 5 位優才大使負責推廣和介紹優才書院

F.

G.

H.

I.

(15) 應屆畢業生謝師宴
a. 家教會贊助每位應屆畢業生約 HK$300
b. Class 12 班學生代表和老師負責組織統籌
支票簽署安排
校方代表：李業富教授或歐陽卓倫醫生
家教會主席/副主席:：王麗菁女士或陳潔恩女士
家教會司庫：李翠娟女士
校方匯報
(1) 有關考試事宜
(2) 日本 Super Science Fair: 將會安排 Class 10 的 3 位代表參加
(3) 交流活動: 將會安排到韓國、英國、泰國、北京和上海
(4) Class 12 升學資訊
(5) 開辦 IB 課程進度 (Class 7, 8 & 9)
(6) 校舍維修
AOB
(1) 建議在 BBQ 活動日當天安排職場分享
(2) 家長講座：日後舉辦家長講座需視乎參加人數
(3) IGCSE 獎學金
下次會議日期
(1) 2017 年 1 月 6 日 (星期五)
(2) 2017 年 3 月 10 日 (星期五)
(3) 2017 年 5 月 19 日 (星期五)

記錄簽署：
記錄姓名：

蘇錦標先生(7B 蘇以琳家長）

主席簽署：
主席姓名：
日期：

王麗菁女士 (11C 陳倩思家長)
2016 年 11 月 29 日

